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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马拉雅山北麓，海拔高达 !"#" 米。这片
“极地”上的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
完小，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小学。
“你好！”“古康桑！”（藏语“你好”）!$日，记者

来到普玛江塘乡完小。看到记者，藏族小朋友呼啦
一下都围拢过来，用汉语和藏语打着招呼。

普玛江塘乡完小建于%$&'年。教室里，课桌椅摆放整齐，每个
教室配有一台远程教学电视。据校长明久介绍，学校现有'个年级，
%(!名在校学生全部为寄宿生，适龄儿童入学率达%(()。

明久说：“由于西藏农牧民居住偏远、分散，这里学生
全部享受国家‘三包’政策，即包吃、包住、包学习费用，
每名学生每年补助有 *(((元左右。”

今年 %%岁的藏族小姑娘白玛央宗说：“我们上学不用
家里花一分钱，父母都很支持我读书，长大以后我想当一名
老师。”她的父母都是牧民，收入不稳定。得益于“三包”政
策，她的学杂费和其他费用全部得到免除。

学校目前只有 ' 名教师，教授的课程有藏语、汉
语、英语、数学、舞蹈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等。为了开
齐课程，每个教师都不得不身兼数职。“我们经常是走
出一间教室，再走进另一间教室。每周每人差不多都要
上 "(个课时。”学校老师其美次仁说。

尽管面临着高寒生活和高负荷的工作，但为了孩子们
的教育，像明久和其美次仁这样的老师坚守了下来，“唯
一担心的是孩子们在这里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。”其美次
仁说。（据新华社拉萨 !月 "#日电 记者王军）

金秋九月，全国秋粮自南向北全面开镰收获。农

业部预测，"#!$年秋粮丰收在望，加上已经增产的

夏粮和早稻，全年粮食有望实现连续十年丰收。

据农业部调查，今年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。特

别是东北、西北和华北主产区的旱地作物，由于雨水丰

沛，长势明显好于常年。虽然东北主产区遭遇了洪涝灾

害，但灾害是局部的。且东北今年玉米增加 !!##万

亩，水稻增加 "%#万亩，这为丰收奠定了面积基础。

图为 & 月 "# 日，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一名

村民走在挂满新收获玉米的农家院里。

陈元梓摄（新华社发）

在趋稳向好的数据背后，对于中国经济是
否能够保持长期、稳定、可持续发展的问题，
多方纷纷表示看好。日前，著名经济学家、中
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表示看好未来
中国经济：“我相信中国经济在未来 "# 年保
持 '(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，这个可能性很大。”

杨书兵表示，李克强总理提到的中国经济提
质增效的“第二季”将更精彩，是有根据的。首
先，中国经过 $#多年的改革开放，已经建立了
深厚的物质技术基础，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
架。其次，中国人口众多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，
市场需求极大。而且中国的内需市场可以梯度推
进、轮番释放，具有独一无二的发展优势。同时，
中国体制改革势不可挡，一定会继续不断地释放改
革红利。
“在现代经济条件下，市场是最大的战略资源，

中国拥有这个最大的资源，所以只要我们沿着改革开放
这条路走下去，保持社会稳定，中国经济再发展 "# 年
也是没问题的。我们处于转型升级阶段，经济要转型升
级，增速从高速‘换挡’为中高速，但是质量会更高，
效益会更高，而且会以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为支撑，会
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。”杨书兵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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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栏目主持人：陈振凯

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提出了“伟大的中

国梦”理念。习近平主席强调，中国“致

力于把自身发展同非洲发展紧密联系起

来，把中国人民利益同非洲人民利益紧密

结合起来，把中国发展机遇同非洲发展机

遇紧密融合起来”。“中国梦”强调追求

共同发展的愿景，与“非洲梦”有“共

鸣”之处，在非洲引起了巨大反响。

“中国梦”同坦桑尼亚 《国家发展愿

景 "#")》中确定的减少贫困、发展经济和

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奋斗目标一致。我们有

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———中非合作论

坛。这一成功机制基于平等、互信、互利

合作原则，倡导双向文化交流等，将为实

现“中国梦”与“非洲梦”做出巨大贡

献。

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巨人和非洲最

大的贸易伙伴，我们更有理由相信，中非

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将有助于释放非洲大

陆经济潜力。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紧密的中

非关系为双方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。中国

已经成为非洲重要出口目的地，其日益增

长的国内消费能力预示着中国会对非洲商

品保持长久需求。此外，中国是非洲商品

进入亚洲的门户，持续增长的中非贸易对

非洲开拓亚洲市场大有裨益。

近年来，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不断增

加，中国资本相继进入电信、交通、港口

建设、电力和农业等关键领域。鉴于非洲

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缺口，中国投

资为非洲加快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正当

其时的动力。中非伙伴关系也使非洲各国

有机会学习中国发展工业和提高出口竞争

力的经验。中非农业合作潜力同样巨大，

该领域是非洲劳动力最密集的产业。中国

投资者可以充分利用非洲大陆日益改善的

经济环境，非洲的发展“韧性”已在当前

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得到证明。投资非洲意

味着进入了一个超过 !# 亿人口、中产阶

级数量快速增加的巨大消费市场。

非洲已不再仅仅是外国投资者“开采

自然资源的目的地”，而是一个可以为那

些诚心与我们共建互利共赢伙伴关系的国

家提供“战略机遇”的大陆。事实上，这

种战略合作有助于澄清金砖国家等新兴经

济体扩大对非合作主要是觊觎非洲丰富

的、尚未被开发的自然资源的误解。联合

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，

"##$ 年至 "#!" 年，金砖国家对非直接投

资有 *)(投入到制造业与服务业，仅有

!#(的项目和 "+(的资金被投入到了自然

资源领域。而且事实证明，非洲一些自然

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反而是中国投资和贸

易的主要受益者。发展中非伙伴关系，应

该努力确保这些投资推动非洲全面产业结

构改革与现代化，引导非洲中小企业充分

利用技术与资源，增强非洲本土企业与中

国的战略联系，以确保其有能力生产高附

加值、高品质的产品，从而大力促进非洲

经济的快速转型。

中非关系源远流长，中非合作成果显

著。但我们还需要通过“中国梦”和“非

洲梦”去争取更大成绩。中非关系为非洲

大陆带来资金和机遇，使其实现贸易伙伴

多元化并打造新型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，

重要的是“惠及”普通民众。习近平主席

曾说过：“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，

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，必须不断为人

民造福。”而“非洲梦”也是一样建立在

非洲人民的福祉之上。

因此，从这一点上来讲，在创造与培

育中非互利共赢的合作架构，实现我们共

同目标的工作中，我们所做的、所讨论

的、所策划的，都应该以人民利益为核

心，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发展。

（作者为联合国前副秘书长、坦桑尼
亚前外长）

中国梦与非洲梦:实现共同发展
! 阿莎—罗斯·米吉罗

中国经济“第二季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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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月份的经济数据表明，在上半

年增速放缓、下行压力增大情况下，

在外界“唱空”中国的论调中，中国

政府正以正确科学的政策对经济进行

宏观管理，助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

“第二季”

&月 !*日，中国铁路总公司消息称，!至 '

月份，全国货运形势逐步好转。其中，'月国家
铁路日均装车 !$$#!' 车，环比、同比分别增长
","(和 ",%(，为今年 %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而
和铁路货运量同为三大实体经济指标的工业用电
量，'月份也同比增长 !"(。

在货币经济领域，国家外汇管理局 !* 日公
布的数据显示，' 月我国银行结售汇顺差 '$ 亿
美元。分析人士认为，结售汇在两个月逆差后再
现顺差，表明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企稳和人民币汇
率信心回升，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减小。

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，李克强总理关于中国
“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，经济运行总体
是平稳的”这一基本判断和“我们完全有能力、
有条件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”的未来预
期，让各方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。而这样的论断
背后，是一系列的坚实数据支撑。

!+日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介绍，'月
份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（-./）是)!(，比*月
份提升了#,*个百分点，为近!+个月以来最高，意味
着大家对制造业后期走势是乐观的。这也是-./指
数连续!!个月站在)#(的经济发展临界点之上。

' 月，生产者物价指数 （--/） 环比上涨
#,!(，则说明了市场供求形势的好转。而 '月份
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达到 !#,%(，伴随
发电量、用电量、铁路货运量等指标的共同上
升，都表明了实体经济的活跃。

此外，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，出口、消
费和投资数据也呈现出进一步攀升态势。

数据显示，' 月份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
*,"(，增速比上月回升 ",!个百分点；社会消费
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!$,%(，比上月加快
#,"个百分点；前 ' 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
增长 "#,$(，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!*,&(。

一系列数据表明，中国经济正以坚实的脚
步，逐渐趋稳向好。

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趋稳向好

“一系列的情况和数据再次显示，
中国经济在稳增长、调结构、促改革的
创新政策的引领下出现了积极的变化，
也再次证明我们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、
科学的。” 盛来运这样说。

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杨书兵表
示，中国面临着三重任务，一是稳增长，
二是调结构，三是

促改革。而这三个方面“必须协同推进，
‘一个都不能少’”。中国目前所做的，更
多的是从长计议，稳定政策，为调结构奠
定有利环境，通过倒逼机制推动转型升
级。

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中国国际
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张茉
楠也对政府宏观政策表示认可。她表示，
从 +月份的“钱荒”开始，外界尤其是海
外对中国经

济的负面言论较多，但这实际上是中国
经济“去杠杆化”的开始，虽然短期内对
中国实体经济有所影响，但却是中国经
济健康发展的必经途径。
“一系列政策形成了一套‘组合

拳’0*月份以来中国经济的‘趋势性向
好’，就是这一系列政策的结果。”张茉
楠说。

宏观政策助力经济回暖

中国经济潜力依旧巨大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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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月 !& 日，

学生在参加升旗

仪式。

新华社记者
李紫恒摄

& 月 "# 日，我国首架

自主知识产权电动飞机———

12!3锐翔双座电动轻型飞

机，在第二届沈阳法库国际

飞行大会上举行新品发布仪

式。

这款轻型运动飞机最大巡

航速度可达 !)# 公里每小时，

最高升空距离 $### 米，最大

起飞重量为 %'#公斤，可满足两

个人乘坐。它改变了轻型飞机以

航空燃油或者汽油为燃料的惯

例，而以蓄电池为能源，每充 %+!

个小时电，就能上天飞行 ,(分钟，

每次充电仅耗电 %(度，折合电费 !

元左右，运行成本十分低廉。

图为 12!3 锐翔双座电动轻型

飞机在现场进行飞行展示。

张文魁摄（新华社发）

!

首架自主知
识产权电动

飞机

亮相法库国际
飞行会

据新华社华盛顿 !月 $!日电（记者林小春）今年 !月 *,

日，邻近俄罗斯的鄂霍次克海发生震源深度为 '%( 公里的 &+"

级强震。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中国在读博士生叶玲玲
及其美国同事，%$ 日在《科学》期刊上报告说，这一深源地震
释放出大约 "' 兆吨 -.- 炸药爆炸的能量，相当于约 *"((

个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，创下震级和能量释放最高纪录。
报告利用了全球数百个地震台站记录的数据。叶玲玲

说，尽管他们不清楚这场地震是如何开始的，但发生深源
地震的俯冲板块内应力分布情况，可能与造成巨大灾害的
浅源地震有密切联系，对深源地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
地震发生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。

中美学者合
璧

揭秘震级最大
深源地震

秋粮丰收在望
全年粮食有望十连丰

本报北京 "月 #$日电 （记者陈晨曦） 在
家乡江苏泰州向世界棋后发起挑战的中国“天
才少女”侯逸凡，几乎兵不血刃地摘得后冠。"#

日晚，"#!$ 年“泰州·中国医药城杯”女子国际
象棋世界冠军赛结束了第七盘较量，侯逸凡
执白先行战胜现任棋后乌克兰棋手乌什尼
娜，以总比分),)/!,)夺回棋后头衔。这也是侯
逸凡继"#!#年和"#!!年之后，第三次登上世
界棋后宝座。

侯逸凡此次问鼎，创下女子世界冠军
赛史上第三悬殊比分，前两个分别是 !&+"

年加普林达什维利 & /" 战胜贝科娃、
!&&$年谢军 ',)/",)战胜约谢里阿尼。

从 "#!#年起，国象女子世界冠军赛
在偶数年以+%人参加的世锦赛形式出现，
奇数年以两名棋手的对抗赛形式进行，
参赛双方分别为前一年的“棋后”和国
际棋联女子大奖赛总冠军。侯逸凡"#!#

年首夺“棋后”称号，"#!!年在对抗赛中
击败印度棋手科内鲁卫冕成功，但在
"#!"年世锦赛中未能卫冕。

国际象棋世
界冠军赛

侯逸凡重登棋
后宝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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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申孟哲


